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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河渠渗漏是水资源利用与水环境保护中重要环节之一, 对它进行量化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对国内外各种有

关河渠渗漏量计算方法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总结, 分别指出各种方法的适用范围和优缺点, 并对如何改进现

有方法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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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渠渗漏引起水量损失, 导致灌水流量过小、灌水时间过长、灌水不及时, 从而降低灌溉效率。大量的河

渠渗漏导致地下水位上升, 引起渍害及次生盐碱化, 最终导致农作物减产及环境恶化; 另一方面, 在干旱区,

河渠渗漏也是土壤水和地下水补给源, 对保持地下水位和保护地下水资源起积极作用。因此, 对河渠渗漏量的

研究及其成果应用一直是农田水利工程领域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河渠渗漏量的计算方法主要有现场试验法、

经验公式法、解析方法和数值方法。

1 现场试验方法

现场试验方法有静水法、动水法、点测渗仪法、沉箱测渗法、双环测渗法等[ 1, 2]。目前, 常用前 3 种

方法。

( 1) 静水法 在非灌溉季节, 选取有代表性的渠段, 两端用土坝围上, 向围坝中供水后, 通过观测其中水

位的变化来计算渗漏量。该法的测量成果较精确, 可测量渠道渗漏量从初渗到稳渗的变化过程以及不同水位下

的渗漏强度。因此得到 渠道防渗技术规范 SL18 91的推荐。由于是在水静止情况下测量, 所以它并不能测

出实际灌溉水流条件下的渗漏量, 此时的渗漏量与输水时的渗漏量是不同的, 而且静水也产生沉淀, 降低渗漏

强度。另外, 静水法对于大型渠道(如干渠) , 存在着筑坝工程量大、供水困难等缺点。王少丽等
[ 2]
用静水法对

渠道自由渗漏情况下的渗漏量和渠中水深关系进行了综合分析。田士豪等
[ 3]
用静水法研究了水位下降时渠道渗

漏的计算。赵东辉[ 4]用静水法探讨了渠道渗漏强度随时间、渠中水深之间的关系及渠道衬砌的效益。

( 2) 动水法 通过测量渠道上下游两个测流断面间的流量差来计算渠道的渗漏水量。动水法的主要优点是

能够在灌溉季节不停止供水情况下完成。但其测试精度差, 特别是在防渗效果好、渗漏量小的渠道上, 动水法

很难得到令人满意的测试结果, 有时甚至得到和实际相反的结论。Rantz[ 5]详细介绍了用动水法测量渠道渗漏

量的方法。荣丰涛等[ 6]用误差分析理论, 对按照现行规范采用动水法进行渠道渗漏测试结果进行误差分析, 讨

论了动水法测渗结果的可信度。

( 3) 点测渗仪法 将水头渗透仪加以改进后用于水下的一种测量渠道渗漏的方法。测渗仪装置简单, 操作

容易, 适用于规模小、渠床杂草少的渠道。对于用石块砌成的渠道或渠中水流速度大于 0 6m/ s的渠道,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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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使用时使测渗仪与渠底或渠边坡密封, 这种方法并不适用。另外, 沿渠道各点的渗漏强度一般并不相同,

因此需要多点进行测量, 以得到可以接受的平均值。不过在需要确定特定点的渗漏强度和了解沿渠道渗漏强度

的变化时, 这种方法很实用。

现场试验方法原理简单且直接, 也可用来检验其它方法的精确度, 因而是测量和计算河渠渗漏量最基本的

方法。但各种试验方法都有其局限性, 且不能用于渠道设计阶段; 对于较长的河渠, 试验结果受各种因素影响

导致精度较低。

2 经验公式法

经验公式法不仅在渠道规划设计中广泛应用, 也被应用于渠道运行中的输配水流量损失估算。在我国, 地

下水动力学、水文地质学及农田水利学领域均广泛采用经验公式法。

美国学者 Davison等[ 7]根据在印度的衬砌渠道所获得的实测资料, 得到的Davison Wilson公式为

S = 0 45CPLh
1/ 3
/ (4 10

6
+ 3 650 ) (1)

式中 S 为渗漏损失, m3/ ( s km) ; P、h、L、 分别为渠道湿周、水深、渠长和流速; C 为与渠床质地有关的系

数。

在我国广泛应用的是考斯加科夫公式[ 8]
,即

S = 0 01AQ1- m
n (2)

式中 Qn 为通过渠道的净流量, m
3/ s; A、m 为与土壤有关的参数, 无因次。

还有如印度的 Ingham公式[ 9]
,埃及的Molesworth 公式[ 10]都采用了与式(1)相似的形式。前苏联的魏吉尔尼

柯夫 巴甫洛夫斯基公式、考斯基公式和美国垦务局对各种土质渠床提出的每英里输水损失经验公式也是常用

的经验公式
[ 8]
。

门宝辉[ 11]针对现行渠道设计中的流量损失和水的利用系数公式中的不足, 用积分学方法推导的经验公式为

S =
A
100
( Q

m
毛 - A mL )

1- m
m

(3)

式中 Q
m
毛为通过渠道的毛流量, m3/ s; 其他符号物理意义同前。门宝辉[ 11]认为式(3)反映了流量在单位流程

上的损失是沿流程变化的特点, 所以比传统公式计算的结果要精确; 且该式在土壤性质不变时, 不受渠道长度

的限制, 而传统公式则要求渠长不得超过 10 km, 故式(3)特别适用于土壤性质不变或防渗较长的渠道设计。其

实, 式(3)最大的优点是在计算损失时知道毛流量后不需要通过试算求净流量。

谢崇宝等[ 12]认为从本质上讲考斯加科夫公式适用于渠道规划设计, 在渠道的运行中, 由于净流量很难得

到, 应用该公式估算输水渗漏损失有相当的难度。白美健等[ 13]提出用平均流量代替净流量计算损失则可以弥

补这一不足。但作者同时认为这种代替应该是有条件的, 并通过误差分析, 确立了用平均流量代替净流量计算

输水损失的适宜范围。谢崇宝等沿用考斯加科夫公式的形式, 但采用渠段平均流量代替净流量, 基于

Davison Wilson公式, 拟定了新的经验公式。作者也给出了确定各种参数的方法, 并认为这个公式适合我国灌区

现有管理水平。雷声隆等
[ 14 ]
也基于考斯加科夫公式, 并根据土壤水渗流理论推导出了新的经验公式。但这个

公式是由假设地下水位很深得到的, 对于其它情况并不适用。

总的来说, 这些经验公式大都具有形式简单、应用方便的特点。但是在实际应用时公式中各种系数取值的

任意性较大, 且不考虑渗漏随时间和空间的变化, 所以只适合特定的条件。

3 解析方法

3 1 河渠稳定渗漏

张蔚榛
[ 15]
根据前苏联学者的研究, 提出的河渠稳定自由渗漏量计算公式为

q = k( B + Ah)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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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q 为单位渠长的渗漏量, m3/ ( s m) ; k 为渠床土壤的渗透系数, m/ d; B 为渠水面宽度, m; h 为渠水

深, m; A 为无因次系数, 根据地下水动力学方法确定。式(4)表明, 渠道处于稳定渗流阶段时, 渗漏量主要决

定于渠道横断面、渠床土壤渗透特性、渠道横断面的水力特征(水深 h, 水面宽度 B 等)。地下水埋深及地下水

出流条件对渗漏的影响通过系数 A 反映。文献[ 15]介绍了 A 值的推导过程, 并给出了不同宽深比 B/ H 和边坡

m 的A 值曲线图。

Ernst[ 16]、薛禹群[ 17]先后用解析方法推导了河渠稳定渗漏的计算公式, 但由于只适用于特定的条件, 且要

用到复杂的参数和计算过程, 公式并没有得到实际应用。

以上的解析方法都是针对稳定渗流条件下的渠道渗漏, 而实际中渠道渗漏是随时间变化的非稳定流。另

外, 这些方法也没有考虑渠道渗漏对地下水位变化的影响。

3 2 河渠非稳定渗漏

用非稳定流方法计算河渠渗漏问题时, 能够考虑到渗漏流量随时间变化的关系和渗漏条件下地下水位随时

间变化的关系, 而渗漏流量也随地下水位变化。

张蔚榛[ 18]根据地下水非稳定流的基本方程式和蒸发与地下水位的直线关系推导出了蒸发条件下两条排水

沟之间任一时间通过任一断面的流量公式。张蔚榛等
[ 19]
对河渠影响下双层结构含水层中地下水非稳定流计算

作了详细研究, 探讨了在考虑下部含水层弹性储水(或释水)情况下双层介质中地下水非稳定流计算方法, 并对

忽略弹性释水时计算公式进行了补充。为便于应用, 对渗漏总流量公式中的特殊函数制成了计算表。随后张蔚

榛等[ 20]又用电阻网络模拟进行验证, 说明公式是可用的, 并给出了应用实例。张蔚榛[ 15]还推导了河渠受地下

水位顶托及有无排水时各种河渠水位条件下的非稳定渗流公式。薛禹群
[ 17]
研究了一侧有河渠渗漏时河渠附近

潜水的非稳定运动和两侧有河渠渗流时, 河渠间潜水的非稳定运动。

解析方法在渗漏损失机理、结果表达方面是相对精确的。但依赖的渗透系数 k 值空间变异性大, 初始条

件和边界条件严格, 推导这些公式时都作了一些简化和假设。这些理想状况在实际中是很少的, 所以解析方法

在生产实际上应用不多。但解析方法可以从理论上探讨河渠渗漏的一些规律, 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河渠渗漏的特

征和建立合理的河渠渗漏模型。

4 数值方法

用模型模拟来研究地下水问题的主要方法可概括为数学模型法和物理模型法。电模拟法是物理模型法中最

常用的一种, 在计算机问世及未被广泛应用前, 电模拟法是研究地下水问题的最重要方法之一。地下水数学模

型求解方法有两类: 解析法和数值法。解析方法虽可得到精确解, 但只能求解简单的模型, 由于地下水模型一

般比较复杂, 往往需借助于数值方法。

Bouwer[ 21]通过电模拟法, 对以下 3种情况下的渠道渗漏量进行分析: 渠底浸润土层均一, 其下部为强

透水层, 且地下水位较高; 渠底浸润土层均一, 其下部为强透水层, 且地下水位较低; 渠底浸润土层均

一, 其下部为弱透水层, 且地下水位较低。Bouwer的研究表明, 渠道渗漏依赖于含水层的水力传导度和水力条

件, 作者绘制了用于计算各种渠道含水层水力条件下渗漏量的图。Bouwer 模型的 2个限制条件是含水层有一个

水力传导度非常大的底板或者一个具有水平边界上水头恒定的不透水底板。进一步的研究表明, 这两种情况在

实际中是很少见的, 基于此, Wachyan等[ 22]用数值方法对 Bouwer的方法进行了改进, 探讨了含水层有一个较

低水力传导度的底板以及地下水位面附近有蒸发损失或补给情况下渗漏量的计算。Rastogi等
[ 23]
和惠士博等

[ 24]

用有限元法求解渗流模型, 根据模拟结果对河渠渗漏进行了研究。Soneneshein[ 25]和 Luo 等[ 26]用基于有限差分

的MODFLOW建立的地下水模型计算了河渠的渗漏量。

用数值方法计算河渠渗漏量首先要建立各种情况下的渗漏公式, 然后把河渠渗漏量作为地下水模型的原汇

项。Osman[ 27]把河渠渗漏分成两大类, 即渠道完全穿透含水层和渠道不完全穿透含水层。实际上在推导公式时

这两类是相同的, 所以这里可将河渠渗漏分为4种情况(图1)。由于一般河渠都有沉积或衬砌, 形成了渗透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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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含水层渗透系数较小的弱隔水层, 而河渠底和边坡是否有弱隔水层对渠道渗漏的特征是有重要影响的, 所以

这里的4种情况都考虑了弱隔水层。图 1( a)为含水层补给河渠的情况, 图1( b)为含水层水位介于河渠水位和渠

底高程之间, 图 1( c)为含水层水位低于渠底高程, 但含水层水位对河渠渗漏有顶托作用, 图 1( d)为含水层水位

低于渠底高程, 含水层水位对河渠渗漏没有影响。后 2种情况下的河渠床之间的渗流是非饱和的, 这 2种情况

的差别(深和浅)取决于河渠的含水层、弱隔水层的构造、水力属性和几何属性。

图 1 河渠渗漏的各种情况

Fig 1 Different conditions of seepage from canal and river

在MODFLOW的河流子程序包[ 28]中, 计算含水层水位低于渠床时的渠道渗漏量的公式为

Qs =
Cr(H r - h)

Cr(H r - Ybot )

h > Ybot

h Ybot
(5)

式中 H r 为渠水位, m; h 为含水层水位, m; Ybot为渠底高程, m; Cr 为渠床导水率, m2/ d, Cr= kbLW/ M;

kb 渠床饱和水力传导度, m/ d; L 为渠段长度, m; W为渠道宽度, m; M 为渠床的厚度, m。

当含水层低于渠底高程, 渠道渗漏补给地下水时, 这里假设渠中的水是取之不尽的, 而且渗漏对渠水位没

有影响。对于一个恒定的 H r 值, 无论地下水位是多少, 渗漏强度也是恒定的。

Rovey 模型[ 29]是式(5)的改进, 但仍假设地下水位对渗漏没有影响, 即使在地下水位较浅(图1( c) )时也是这

样。另外, Rovey 公式表明在含水层水位与渠底相平时有一个不合实际的跳跃。Bouwer 模型[ 30]用和 Rovey 模型

相似的公式计算情况图 1( c)和图 1( d)时渠道渗漏量。他用一个更具代表性的下部含水层平均吸力水头代替沉

积层的负压水头来确定最大渗漏流量。Bouwer的模型考虑了地下水位较浅时渗漏流量的变化, 是对Rovey模型

的改进, 但在确定最大渗漏流量开始发生时刻的地下水位时并没有考虑河渠状态和沉积层特征。Dillon Liggett

模型
[ 31]
模拟了含水层中的负压, 并把它引入 Green Ampt算法

[ 32]
以确定初始河流渗透和随后对地下水的补给之

间的延迟时间。然而, 模型也用恒定的吸力水头, 并且渗漏流量不随含水层水位的变化而变化。同样地, 他们

也没有给出吸力水头的计算方法。Osman
[ 27]
在比较了几种计算河渠渗漏模型后, 对MODFLOW中的公式进行了

改进, 即

Qs =

Cr (H r - h)

Cr (H r - Ybot + hsuc )

Cr (H r - H shw )

h > Ybot

H shw < h Ybot

h H shw

(6)

式中 hsuc为渠床底的吸力水头, h suc Ybot- h , m; H shw为限制浅水位, m, Osman给出了计算 H shw的步骤。

模型化方法具有明显的优点: 能够求得各种复杂条件下随时间和空间变化的河渠渗漏量, 因而可以通过这

种方法较为精确地确定河渠渗漏量。但现有各种河渠渗漏模型存在不足之处, 主要表现在图 1( c)、图 1( d)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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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漏流量的计算。虽然Rovey 模型和Bouwer 模型是常用的改进方法, 但它们都不能计算图1( c)时渗漏流量的变

化, 且认为在自由渗漏时的渗漏流量最大, 而 Dillon Liggett模型则在确定沉积层下的吸力水头时忽略了除含水

层属性外的其它因素。

5 展望及结语

河渠渗漏量计算方法的研究虽然经过了数十年的发展, 但仍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 还有许多工

作有待展开。

(1) 提高现场试验的精度和可信度 现场试验法是测量河渠渗漏量最直接的方法, 因而在实际中广泛应

用。要提高试验成果的精度和可信度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方面是如何做好现场试验, 另一方面是试验数据处

理。要做好试验, 应结合现代试验理论, 科学地设计试验, 选取有代表性的渠段, 确定试验时间、次数等, 减

少试验的系统误差; 在试验过程中认真仔细, 减少主客观因素的影响, 以降低随机误差, 并减少误差传递。在

试验数据分析时同已有的理论研究成果结合起来, 把已知的不同条件下的河渠渗漏特性应用于试验数据分析。

(2) 现场试验和理论分析相结合, 推导合理的经验公式 渠道渗漏量计算的经验公式在 30年前就已经有

许多, 但这些公式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如有的公式使用净流量, 因而仅适用于渠道设计阶段, 而有的则考虑

因素较少, 适应范围有限, 精度不高。虽然最近几年一些学者对我国常用的考斯加科夫公式进行了改进, 但公

式的适应性及其计算精度仍有待改进。推导简单易用, 同时又能够考虑更多因素, 使结果精确, 适用范围更广

的经验公式是下一步需要探讨的课题。

(3) 完善现有模型 由于地下水和土壤水数值模拟理论和技术的发展, 目前越来越多地利用模型, 特别是

基于通用地下水数值模拟软件的地下水流模型来计算河渠渗漏损失, 并研究渗漏对地下水位的动态影响。对于

实际复杂条件下, 由于渗漏量不仅随时间变化, 也随空间变化, 现场试验法、经验公式法和解析方法都很难求

得较为精确的渗漏量, 通过建立地下水流模型则可以较为容易地解决这一问题。

如前所述, 目前的各种河渠渗漏模型的不足之处主要存在于图 1( c)、图 1( d)时渗漏量的计算, 这两种情况

下河(渠)床之间的渗流是非饱和的。Bouwer 模型和Rovey模型虽然考虑了非饱和条件引起的吸力水头, 但要准

确计算这时的河渠渗漏量, 必须建立饱和与非饱和相结合的模型。因此, 应对这两种情况下的非饱和渗流进行

理论研究, 明确渗流机理以确定合理的模型。

研究表明, 要准确计算河渠渗漏是很困难的, 只有多种方法综合应用, 各扬其长, 可望研究取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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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methods of quantifying seepage from rivers and canals

LUO Yu feng, CUI Yuan lai, ZHENG Zu jin

(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Science, Wuhan University ,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e seepage from rivers or canals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eff icient water ut ilization and water environment safety,

and therefore there is a need to quantify i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methods for quantifying seepage from rivers or canals and

their application condit ions, the advantages and pitfalls are pointed out Some possible ways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 to improve

current methods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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